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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
暨“新发展理念下的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研讨会
入选论文公布
为了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
要讲话，特别是在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在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探讨如何在新的发
展理念指导下，推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结合妇联组织和
妇女工作改革，深化新时期的妇女研究。研究会办公室于今
年 2 月向全体团体会员、理事和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发
出年会论文征文通知，在各地、各单位及专家学者的大力支
持下，截至 6 月 30 日论文征集结束，除特邀大会发言外，
共收到境内外提交论文 454 篇，分别来自 27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及美国（高校在读博士）。中国妇女研究会办公室于 8
月 27 日召开专家评审会，筛选出入选论文 205 篇。现通过
网络公布入选论文目录，论文主要作者将受邀参加拟于 11
月上中旬召开的 2016 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暨“新发展理
念下的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研讨会，请安排好工作，尽量
参会。待会议具体日期确定后，研究会办公室将及时向入选
论文作者发出正式会议通知。
地址：中国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15 号
邮编：100730
电话：010-65256630

65103471

Address: No.15, Jianguomennei Street, Beijing,
100730, China
Tel: 86-10-65256630

65103471

传真：010-65225396

Fax: 86-10-65225396

电子信箱：yanjiuhui@wsic.ac.cn

E-mail: yanjiuhui@wsic.ac.cn

网址：//www.wsic.ac.cn

http:// www.wsic.ac.cn

中国妇女研究会感谢所有向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作者
和组织报送工作的单位！希望大家今后能继续关注并积极参
与中国妇女研究会的各项工作！
如有问题，可与中国妇女研究会办公室联系。
联 系 人：高

倩

李海燕

联系电话：010-65256630

65103465

中国妇女研究会办公室
2016 年 9 月 9 日

附： 2016 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入选论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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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妇女研究会年会
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下的妇女发展与性别平等”研讨会
入选论文目录
（按收到论文时间先后排序，共205篇）
序
号

题 目

1 失独失偶女性抗逆力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妇女运动方针演变探究
——以1978年后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报告为主要内容的考察
3 简析连环画《山沟里的女“秀才”》中新农村妇女艺术形象
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的性别分配正义及其补偿
4
——从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出发
5 全国妇联离退休干部情况调查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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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更年期妇女健身行为的干预策略研究
发挥知识女性在社会基层治理中的作用

7 ——基于社会治理视角下的国别比较研究
8 国外非传统业男性气质研究述评
9 新时期中国妇女参政绩效与对策：1993-2013年
10

广东珠三角妇联工作创新发展的“三·三模式”
——以中山市为例

作者

单位

杨 楠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贾晓明
王冬梅 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夏银河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美术》编辑部
潘

萍 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部副教授

闫永峰
白金凤
马鸿韬
江 涛
于朝晖
周乐诗
高修娟
李 丹
敖杏林

全国妇联离退休干部局
北京体育大学
北京体育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世界妇女儿童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世界妇女儿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副教授
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曾小瑛 广东省妇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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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题 目
号
11 贡献、挑战与应对：女性传媒工作者发展研究
12 女性参与电子商务发展状况调研报告
13 我国上市公司女性CFO特征研究——以湖北为例
14 减排，呼唤家庭的智慧与贡献
牧区城镇化进程中牧区蒙古族妇女生计方式变迁研究
——以乌拉特后旗为例
16 社工助失独妈妈开启玫瑰人生路

15

17 重庆市女性电商行业创业调查研究报告
互联网+环境下妇联工作模式创新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19 “互联网+”时代女性创业的思考

18

20 婚内房产加名：司法处置与理论界定
21 女性众创空间培育研究——基于杭州的实践
22 完善生育保障制度，推动女性劳动权平等
女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
——基于职业生涯发展的视角
24 中国现代女作家强暴叙事与意义

23

25

贫困妇女的多维贫困测量及分解
——基于福建省“巾帼扶贫”五年攻坚计划调研数据

26 束缚与超越：女性工作家庭冲突分析

作者

单位

张敬婕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
安徽省妇女研究会
宋迎春
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杨雪萌
胡 赫 中国气象局政策法规司
周亮亮 中国气象局气象干部培训学院
王红艳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何 平
重庆市
妇联调
研课题
组
王 静
文 丽
陈志娟

广州市越秀区思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重庆工商大学妇委会主任
重庆工商大学助理研究员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讲师

崔双平 吉林省通化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法学专业讲师
叶

琦 杭州市妇联城乡部

黄桂霞
刘艳杰
任艳青
王怀昭
姜 畅
郑逸芳
黄森慰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厦门大学学生处副处长
厦门大学就业指导科
厦门大学中文系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湖南省委党校、湖南省妇女研究中心教授
王郁芳
湖南省妇女干部学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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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题 目

27 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作者

单位

余永跃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雒 丽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专业博士研究生

建立反家暴公益诉讼制度正当性分析
刘 荣
——以公共利益为视角
29 自由·激进·生态：女性体育观的演进与发展去向
关景媛
浅谈长春市妇联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形式下促进女大
30
李 博
学生就业创业方法
门艳玲
31 西方女权主义与马克思妇女理论的理论对话与现实启示
王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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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市委党校
东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长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社会学院教授、博导，学校
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黑龙江省
委党校副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副教授，博士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广告系
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广告系
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社会学院
山西省眼科医院 兼职教授 硕导 健康管理和医院管理专业
山西省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 主任医师 妇女保健专业
山西省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 主任医师 妇产科专业
山西省儿童医院妇幼保健院 主治医师 妇产科专业
山西省眼科医院硕士研究生

32 性别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及对策思考

王

晶

33 “全面二孩”政策利益关联者的社会性别推进策略

王

磊

34 中国女性杂志广告中的现代女性身体模式研究

温彩云
张淑燕
刘旭东
朱兴涛
张 红
白 云
赵 敏
贾艳芳
龚元元
郭海文
李 炖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张建春
吴鸿儒
张笑寒 南京审计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康 莉 江苏省妇女联合会权益部

关于网络无痛人流广告的批评研究
——以长春妇产医院网站无痛人流广告为例
36 吉林省女村官成长的问题及其对策

35

37 关注女性骨骼健康 促进健康中国建设

38 百年来中学历史教材的性别分析
39 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中保障妇女权益的问题及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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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题 目
号
40 农村妇女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实例研究
看得见的获得感：基层妇联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与启示
——以广东省顺德区为例
父母教育子女的差异、问题及对策
42
——阜阳市千份父母教子问卷调查
岭南女性生命活动的一个象征文本
43
——广东悦城龙母传说的性别文化内涵解读
44 “互联网+”：对妇联组织的冲击与重塑

41

45 社会工作视角下高校青年女教师宗教信仰问题研究
46 生命周期与女性休闲体育限制因素研究
47

女性创业心态及其调适
——基于对青岛市小微企业创业女性的调查

48 “中国人权白皮书”中妇女人权状况的叙述与启示
49 新疆南疆地区少数民族女童双语教育研究
50 大学生身体塑造的性别对比研究
女性员工的工作嵌入会促进建言吗？

51 —— 工作—家庭冲突和主管支持的作用
52 雷州半岛女人的生态及其自主性
53

乡城务工者工作状况满意度分析
——基于第三期四川省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作者

单位

唐红梅 广西妇女干部学校
葛 彬 中共广州市委党校
马洁平 顺德区妇联
张新宇 阜阳市关工委
赖翅萍 肇庆学院 文学院
唐娅辉 湖南省妇女研究中心
艾 晶
邱亚君
许 娇
陈 琨

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系
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系

刘志燕 青岛理工大学
沈国琴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张彩霞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编辑
张一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新疆党校报》编辑
汪玉萍
李燕萍
郑馨怡
刘宗华
党红梅
陈 俊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社会学专业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中共徐闻县委党校
徐闻县人大常委会

李兴睿 四川省妇联妇女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54 理想女性与女性理想之间：高校高学历女教师角色压力及 杨宇辰 南昌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副教授
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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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题 目

作者

单位

闫

55 论引入性别因素的精准扶贫——以绵阳市特困县为例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农村妇女参与村“两委”选举政策评估
——以黑龙江省为例
代际关系视角下“漂妈”社区融入问题研究
57
——以杭州z社区为例
“性”话语与社会性别：以近年“卖淫嫖娼”议题新闻传播中
58
几个重点文本为例
媒介责任与新闻呈现
59
——男女平等价值观的媒体传播分析

56

60 少数民族妇女角色担当与边疆稳定
促进两岸基层妇女交流的实践与启示
——基于海峡两岸（奉台）婆媳文化节的考察
62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家庭变革研究
共享发展理念下女性群体养老保障研究
63
——以连云港为例
64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问题和对策

61

65 浅析影响农民生育意愿的传统风俗及其表现

坤 中国社科院财政税收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历史研究所党
委书记、研究员、博导
于树一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科研处副处长、副研究员
刘新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闵

杰 黑龙江省妇女研究所

徐士青 浙江省妇女干部学校
唐觐英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
刘利群
王 琴
黄筱娜
王云翠
裘曙洁
应丰杰
周 蕾

中华女子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
广西妇女干部学校
浙江省奉化市委党校高级讲师
浙江省奉化市台办主任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陈素琴 中共连云港市委党校
张

合 海南大学

李晓琼 江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66 女大学生能找到好工作吗：大学生择业质量性别差异的实 陈婷婷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证调查

67 黑龙江省公众对家庭暴力的认知状况调查
68 坚持创新实践 探索工作转型
69

领导干部对男女平等参政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湖南省的调查

辛 湲
黑龙江省妇女研究所
闵 杰
曾 妍 泸州市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
李亚平 泸州市妇女联合会办公室副主任
陈飞强 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部/湖南省妇女干部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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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题 目
号
70 新媒体语境中女性领导媒介素养的提升路径
将社会工作引入妇联妇女工作的成效探析
——以北京市S区家庭综合服务项目为例
女性民俗和村庄政治
72
——以城镇化进程中温州L村为个案
基层妇联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
73
——基于浙江省奉化市妇联的实践与思考

71

作者
王

琴 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白莹莹 中华女子学院
陈

秋

裘曙洁
贝慧蓉

74 中国近代“贤母良妻”之辩

徐

75 论“陌生人”李安电影中的性别叙述策略及隐喻
76 社会性别视角下网络“虚假意识”问题研究

周师师

“社会治理”中的妇女志愿组织参与途径探析
——以陕西省“红凤工程”和红枫“妇女热线”为例
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合并实施面临的问题及路径突破
78
——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
79 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当代中国女性艺术

77

80 关于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牧区进城女性现状分析及对策
看上去很美
——迪士尼公主动画中女性意识的渗透和局限
82 玉环县女性微创业现状调查与思考

81

单位

芳

温州市委党校文化社会学部讲师
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浙江省奉化市委党校高级讲师
浙江省奉化市妇联
湖南省委党校 社会和文化教研部
湖南省妇女研究中心研究员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14级博士研究生

南储鑫 中国妇女报主任记者（副高级职称）、博士
班 理 陕西省妇联原副巡视员
秦彩凤 北京某民间组织工作人员
王文欧 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妇女理论教研部
禹 燕 中国妇女报社副总编辑、高级编辑
敖敦格
内蒙古妇女干部学校
日勒
林丹菁 同济大学
潘薇萍 玉环县妇联

83 论我国登记离婚制度中离婚自由的限制

李广娟 海南大学硕士
霍红梅
社会资本对高层次人才政治参与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
陈丽华 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妇女/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
84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辽宁数据的分析
杨 扬
政府与地方社会公共组织的互动关系研究
85
谢杲馥 广东省肇庆学院
——以肇庆市妇联“爱·公益坊”为例

8

序
题 目
号
86 省级妇联微信公众号的信息传播特征分析

作者

单位
浙江省妇联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福建江夏学院
湖北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四川省自贡市东方电气集团东方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水冷壁
车间
广西妇女干部学校副教授
广西妇女干部学校教师
广西妇女干部学校教师

微调查与妇女工作方式的微调整

毛歌抒
王 慧
叶文振
李从娜
张莉萍
肖 彭
何 玲
王云翠
韦江华
耿诗淼
傅新球
占群丽
任艳青
林智敏
丁 莉

缺席的半边天：停滞不前的中国妇女参政

蒋心慧 特拉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在读博士生

妇联组织推动农村妇女参与基层治理的成就与挑战

李

文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妇女运动
内与外：民众日常生活逻辑下的家庭性别关系格局
——山东邹平民众口述史资料分析
男女平等价值观的传统文化基础探析
女性主义视域下的协商民主
——超越个体诉求与公共善二元对立的民主政治路径
社会性别平等与法治文化

薛

琳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教学科研部 党性教研室 副教授

个体性别意识与女大学生就业质量
——基于五所高校的数据分析
88 试论高校开展母亲教育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87

89 国有企业女职工权益保障相关问题研究
90

“性别+”思维模式下的精准扶贫研究
——来自广西900对建档立卡贫困夫妻的调查

91 高校女职工的二孩生育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女大学生创业行为特征及形成原因初探

92 ——以某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为例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形成、内容与启示：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解放思想探析
102 中国0-3岁托幼服务状况的回顾与分析

安徽师范大学研究生
厦门大学学生处就业创业指导中心工作人员
武汉市妇联权益部部长

李亚妮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范红霞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马梦菲 南开大学
王丽萍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导
刘晓辉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张永英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9

序
题 目
号
103 多维视野下女大学生手机上瘾行为综合矫正技术研究
104 山东省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的建构

105 地方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研究文献综述
106 山东省留守妇女现状及服务关爱体系构建
107 连锁企业女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研究
108 连锁企业女性人才需求状况调查研究
109 关于互联网时代妇联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女性二孩生育与工作事业的冲突及其化解对策

110 ——来自大连市400多位女性的调研报告

111 网络使用、网络素养对女大学生生活满意度影响研究
辽宁省妇联创新社会妇女组织
——在广场舞中建妇委会
113 高校知识女性心理健康问题研究及干预对策

112

114 基于性别视角的老年妇女养老保障问题研究
115 女职工保护视阙下渐进式延迟退休法律研究
116 公共政策中的性别平等因素与女权运动
117 妇女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探讨

作者
胡广丽
郭翠芬
王文静
吴玉霞
李桂燕
李桂燕
吴玉霞
王文静
刘 霞
张可成
王孝莹
张务伟
赵 璐
王玲杰
孙 敏
冯 茹
武文颖
刘

山东女子学院基础部副教授
山东女子学院

山东女子学院
山东女子学院妇女研究所教授
山东女子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山东女子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山东女子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山东女子学院工商管理专业2012级学生
大连市妇联主席
中共大连市委党校
大连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系主任

莹 大连海洋大学体育部讲师

杜 敏
陶巍巍
于泉蛟
李双月
邹 健
赵 林
宋晓敏
邹素妍
高 勤
10

单位

大连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
大连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大连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大连大学

序
号

题 目

118 新时期高校妇委会组织的角色定位与职能发挥
119 《才子牡丹亭》在女性戏曲评点史上的价值
晚清女传教士在华差传与中国女性启蒙
——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
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第
121
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流动群体数据的分析
122 清至20世纪90年代中国南方乡村妇女集体自杀原因再探

120

作者
韩
刘
高

125
126
127
128

松
大连民族大学
税
雯 福建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后流动站

史伟明 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
苏映宇
福建师范大学
吴宏洛
汪炜伟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123 女性公益组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递送研究
124

张赛玉
张韬磊
我国女性体育参与的文化解读与时代特征
吴燕丹
罗 颖
家庭结构，社会保险与女儿养老行为
郑逸芳
——基于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
许佳贤
体制庇护，养老观念与女性二胎生育意愿
邱航帆
——基于新制度理论的视角
卢海阳
师 硕
环境认知、政府满意度与女性环境友好行为
郑逸芳
黄森慰
社会资本、内在效能感与农村女性基层选举参与
尤 伟
——基于2012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
许佳贤
全面两孩政策下生育保险制度实施状况、问题与对策建议 李线玲

129
130 论女性学的学科系统性与专业性

单位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
福建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导
福建农林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农林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公共管理学院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叶文振 福建江夏学院

打造家政品牌 助推精准扶贫
福建省南平市妇联课题组
——关于促进南平市家政服务业发展的建议
132 列斐伏尔的女性观对当代妇女解放的启示
郭彩霞 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政治学教研部
论农村留守妇女的现状和出路——政和县妇联多措并举创
133
周文标 福建省政和县妇联
建“爱心闺蜜”，留守妇女的“另一半”关爱服务留守妇女

131

11

序
题 目
号
134 女性在科技领域中代表不足的系统性限制解析
135 浅析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理解与适用
136 社会性别视域下台湾虐老与防治现状
137 新形势下基层妇联组织及工作创新研究

作者
左兴玲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吴兰兰
吴隆文
王德文
王 娟

138 中层管理者职业阻隔与离职倾向：性别、自我效能感的调 范向丽
139
140
141
142

节作用
“零容忍”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反家庭暴力法施行难点分析及“莆田反家暴”模式推广
论妇女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移风易俗 培育健康文明的婚俗文化
——莆田沿海部分地区高聘金现象的调研与思考
职业女性二孩生育成本的构成及其对再生育热情的影响
——基于福建厦门市已育一孩在业妇女的实证调查
全面二孩政策下的妇女就业与工作家庭平衡问题研究

143
144 全面二胎政策下的妇女就业与工作家庭相关问题研究
145 生育价值与二孩抉择
146 生育新政：高校女性的挑战与应对
147 新媒体赋权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职业发展

148

儿童性侵犯防治研究（检察实务方向）
——以福建省漳州市防治实践为研究中心

单位

卓海燕
李冠鑫
吴洪芹

福建省武夷山市人民法院
厦门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福建省顺昌县洋口镇妇联
华侨大学女性研究中心
华侨大学旅游学院
中共莆田市委办公室
莆田市法院
福建省妇联

韩风春 福建省莆田市委党校
李静雅 福建集美大学
徐丽君 福建省莆田市商务局(莆田市商务发展服务中心)
何巧霞 福州市金城小学
陈 颐
叶文振
王 慧
孙琼如
侯志阳
陈鸿鹏
郭荣龙
何 维
施彩珍
裴章艺

12

福建闽江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福建江夏学院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华侨大学
漳州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漳州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 检察处处长
漳州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助理检察员
漳州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助理检察员
漳州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助理检察员

序
号

题 目

149 战略机遇期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灰色关联分析
150

适宜性、沟通差别和制度改进
——女性领导力视野下的女性与协商民主

151 董事会性别配额制与女性领导力提升
152
153
154
155
156

政务微信公众号的品牌建构实证研究
——以“闽姐姐”为例
推进法规政策性别平等评估机制建立
——我国各省区市和国外对福建省的启示
从民俗习惯谈妇联组织对家事纠纷的理性介入
二孩政策下女性职场发展趋势及建议
——基于泉州市鲤城区调查数据分析
“妇工+社工+义工”三工联动下的永春妇联工作探索
——以永春县桃源姐妹志愿互助中心为例

中西部地区农村留守妇女外出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
究
家庭性别观念与女大学生就业质量
158
——基于福建省五所高校的调查
中国农村投票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
159
调查（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
160 “打工”对留守妇女婚姻关系的影响

157

161 黔西南州妇女创业实践与思考
162 妇女法律援助模式问题研究
妇女扶贫，任重道远
——镇宁自治县妇联开展妇女扶贫工作的思考
164 关爱农村留守妇女 助推农村脱贫攻坚

163

作者

单位

福建漳州城市职业学院讲师
福建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
陈吉利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郑逸芳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徐晓丹
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林培艺
林惠玲

林丽琴 福建省委党校妇女理论研究中心讲师
许佳颖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
杨

巍 永春县人民法院
泉州市鲤城区妇联

辜伟泓 永春县桃源姐妹志愿互助中心
柯文静 武夷学院商学院
王

慧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

李开琴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肖武强 务川自治县人才办
黔西南州妇联
赵美欧 贵阳市修文县司法局
陈志芬 镇宁自治县妇联
田

13

超

序
号

题 目

关于农村女性犯罪刑事和解的调查与探析
——以贵州铜仁近年来部分司法实践为例
失地农村妇女的就业影响因素分析
166
——以贵州省贵安新区党武镇为例
脱贫攻坚“半边天” 巾帼能手担中坚
167
——对贵州省遵义县农村妇女创业就业脱贫的实践与思考

165

168 遵义县农村贫困妇女状况分析与脱贫措施
浅谈妇联组织如何做好农村留守妇女工作
——以江口县为例
170 浅谈环境污染对妇女健康的影响

169

171 欠发达地区女性领导成长规律探索

作者

单位

罗戌伯 西南大学政法学院
廖晓红 贵安新区
杨清纯
遵义县妇联
王 春
李万碧
遵义县妇联
黄代庆
黄云芬 铜仁市江口县妇女联合会妇联主席
张

丹 务川自治县环保局

魏

鸿 中共贵州省毕节市委党校

新时期基层妇联工作改革创新研究
晏光富 金沙县妇女联合会
——以贵州省金沙县为例
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国家战略下的妇女贫困和脱贫研究
田 治 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湄江四小
173
多一点关注给她们——撑起半边天的女人
文 宁 湖南女子学院女书文化研究所
174 女书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政府选择

172

175 女书的精神内涵：儒释道思想交融的自然流露
176 论艺术审美视域下女书文字的独具特色
177 中国民族歌剧中的女性主义解析
178 20世纪60、70年代法国新女权运动及其反思
179 残雪与巫楚文化
180 袁昌英女性教育和妇女参政实践及思想研究
181 新江苏背景下的家庭现状分析与建设路径研究
182 嬗变的家庭与妇联家庭工作创新研究

周红金 湖南女子学院女书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周利群 湖南女子学院女书文化研究所
鄢丽娟 湖南女子学院艺术表演系副教授
孙继静 湖南女子学院妇女/性别研究与女性教育中心讲师
王叶青 湖南女子学院文学与传媒系讲师
王仲平 湖南女子学院文学与传媒系讲师
缪志红 江苏省妇联主席
江苏省妇女研究所

14

序
号

题 目

针对农村贫困妇女精准扶贫的路径探析
——江苏省某村百户贫困家庭入户访谈思考
184 南京市农村妇女发展与维权的现状分析及对策建议
关注母婴健康权益保障 营造人性化公共环境——基于《
185
苏州市公共场所母乳哺育保障办法》的立法调研

183

186 妇女“三最”问题研究——以南通市为例
“全面两孩”政策下女性家庭
187
——工作冲突及其平衡策略的研究

188 让农村妇女在乡村文化环境建设中挑大梁
189 基于社会性别理论的女大学生创业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
新时期 新机遇 新发展
——新时期基层妇女工作调查和思考
191 钱素凡先生“妇女观”及其当代启迪

作者
徐

强 江苏省妇女研究所

杨明洁
刘绮莉
朱 敏
李智水
钱锁梅
蔡 莉
周清泉
葛晓云
刘维韦
蔡 萍
金代军
沈

单位

南京市妇联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
苏州市妇联
江苏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江苏省南通市妇联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南通市妇幼保健院
南通市妇女联合会
江苏省如皋市丁堰镇社区教育中心

茹 江苏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90

仲素梅 沭阳县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192 妇女小额信贷“江西模式”探赜

杨曙明
潘玉兰
凌 云
刘 丽
程扉菲

193 妇联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研究
194 论家庭建设与社会治理的联系——以421家庭为中心
195 关于蔡甸区妇女权益保障的调查及建议
196 武汉市女性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

江苏省南通市家庭教育研究会
江西省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江西省妇女研究所副所长、编辑
江西省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
新余市妇联妇女发展部部长

曹瑞冬 南京农业大学工学院
胡 琼 蔡甸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段 凡
李红敬
武汉市妇联
王 莉
陈 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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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题 目
号
197 关注：一个跨境而居的特殊群体
198
199
200
201

美丽花腰傣，幸福好家园
——新平县花腰傣村落美丽乡村建设中的研究与思考
农村妇女土地权益维权难问题的思考
走出家庭和巩固家庭：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妇女解
放(1937-1945)
双重视角下的老年照料问题研究
——基于照料者视角和社会性别视角的考察
当代哲学语境下的空间与性别

202
203 家庭劳动性别分工与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作者
陈文清 云南楚雄师范学院教授

谭少冰 云南省工青妇干部学校妇女教研室讲师
伏

燕 云南红河州弥勒市妇联

王

颖 中华女子学院社会工作学院讲师

马

焱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理论研究室

肖

巍 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红梅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4 社会性别需求和儿童权利视角下构建留守儿童关爱服务机 和建花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制研究
205 基层妇联工作与服务创新——以“海珠模式”为例

单位

简瑞燕 广州市海珠区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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